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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美元复兴十年？ or中国痛苦十年？ 》

作者：张庭宾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错不在我》

作者：（美）卡罗尔·塔夫里斯，艾略特·阿伦森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 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虽然事

情发生了，但这不是我的错！ ” 每当人们犯下错

误的时候，往往会通过自我辩护来尽力消除那些

动摇自我价值感的认知失调。人们会任凭自己的

头脑虚构出免除责任的种种理由，不断强化自己

聪明、有德行、不会犯错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却恰

恰让我们变得愚蠢、没有德行、错误不断。这就是

自我辩护造成的危害。《错不在我》基于多年的

心理学研究，是极具洞察力和吸引力的社会心理

学著作。“美国心理学界梦幻组合” 、著名社会心

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和艾略特·阿伦森以流

畅有力的文字和生动有趣的事例，从政治、法律、

医学、家庭、爱情与人际关系等各个角度，对人类

是如何进行自我辩护， 自我辩护导致了何种伤

害，以及我们如何克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

作者简介：

卡罗尔·塔夫里斯，社会心理学家、演说家和

作家。 她还为《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科学美

国人》和其他一些出版物撰写心理学专栏文章。 艾

略特·阿伦森（

Elliot Aronson

），当今世界上最杰

出的社会心理学家之一，全球销量突破千万册的

《社会性动物》作者。

《穿越镀金时代》

作者：邵宇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内容简介：作者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

发展时期是一个 “镀金时代” 。 在这段历史

中，中国实现了真实的成长，同时也积聚了经

济泡沫。

作者把中国的增长秘笈归结为一个脱胎

于较低生产力水平、僵硬计划管理体制的“史

前经济体” ， 快速形成市场和资本的现代化过

程， 它压缩了超过200年的悲欢离合和生生灭

灭，是一个从准备起飞的前现代，到狂飙突进、

推崇生存价值和经济效率最大化的现代化阶

段，再到强调多元生活价值、主观幸福、不再唯

经济增长至高无上的后现代的完整演化过程。

但从现在开始，“镀金时代” 结束，进步时代开

始，接下来的10年至关重要，将直接决定中国

是否能迈进一线大国的行列。

作者介绍：

邵宇，金融学博士，毕业于中国复旦大学，英

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

John Swire

资深访问学

者。

2009

年

11

月进入证券行业，历任西南证券研

究发展中心总经理，宏源证券首席分析师。 目前

在东方证券担任首席经济学家、 首席策略师、固

定收益团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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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幸福的方法

□朱文婷

当遇到困境和难题时，我们总会想，一切都

会过去的，时间能治愈一切。 当你坚信这个“法

则” 时，你却发现一切的一切其实并没有大的改

变， 你还总是会因为某个不起眼的事情彻夜难

眠，也总是会因为一些称不上烦恼的事情而焦虑

不已。 而这些看似不太重要的问题却最终导致你

身体某些机能的坍塌。 于是，我们一直追求的幸

福便离得越来越远。

《幸福的化学作用》 是一本教你怎么走出

抑郁症的图书，本书分了身体、思维、心灵三个

方面来全方位唤醒你的情绪复原力， 是一种循

序渐进的方法。 乍听之下，你会觉得“抑郁症”

很吓人而且离自己很远，其实不然，在压力越来

越大的现在，即使是身心健康的普通人，在来自

工作、人际、经济、家庭、饮食、环境等重重压力

的包围之下，也常常产生抑郁、焦虑、烦躁、自我

否定和迷茫的感觉。 这些消极的感觉，如果不及

时排解，很容易导致恶化，而如何来疏导正是这

本书的作者，四位分别来自精神科医生、临床心

理学家、营养师、正念治疗师提供了很好的解决

办法。

就我个人而言，我从不觉得自己是个抑郁症

患者， 只是觉得生活本来就不会太如你的意，偶

尔不顺心倒是经常发生。 在看过《幸福的化学作

用》后，虽然并不会从本质上改变我的想法，但里

面有些方面还是说的非常到位，于是我便打算按

照书中所说一步步来执行，至于收效如何还需要

待我实践后方能和大家分享。

大概是由于我本人是严重的拖延症以及虎

头蛇尾患者，我很喜欢书中提到的51%方案。 我

相信每个正在年轻、曾经年轻、已不年轻但是心

态年轻的人， 都正在和曾经有过自己的梦想，我

也不例外。 只是回头想想自己几十年的人生岁

月，至今都没有真正实现自己的理想，虽然说其

中不乏金钱、时间等方面的因素，但追根究底最

本质的还是无法克服自己懒散、 不求上进的毛

病。 我没有别人十年如一日坚持的恒心，年少时

意气风发、勇往直前的热情早就被岁月还有生活

的压力消磨得所剩无几。有的时候也会想当下的

状态其实也不错，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是基本

也是衣食无忧。

所以51%方案是极其适合我的。 51%方案

说的是，如果你经常重复某件事，那么改变就一

定会发生。 在有些日子里，你感觉百分之百在状

态；在其他日子里你会想偷偷懒原地踏步。 只要

是在51%的时间里，你都在努力进步，那么你就

一定可以达到终点。 曾经因循守旧的大脑在这

时反而变成了你的同盟者， 因为每次你练习新

的习惯时， 你都在强化它的神经通路。 假以时

日，51%就会变成60%，70%，80%……进而你就

可以形成一个全新的习惯了。 简而言之就是循

序渐进，没有人能一口吃成胖子。 这是一个对懒

人非常有效的方法， 很适合我这个稍微有点上

进心的懒人。

当然， 这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都能通行的

方法， 本书里还有很多针对不同问题所提出的

不同方法， 可以根据自己本身的特质来进行相

对应的解决办法， 所以了解自己属于哪一种类

型的人非常重要， 因此个人建议， 第一章的测

试，非常有必要仔细填写，可以根据测试的结果

来阅读相关的章节， 其他不相关的章节可以忽

略，以便对症下药还有节省时间。 这是有效利用

本书的一个好方法。

另外，老外治疗抑郁症有非常多关于药物治

疗的方法，个人不建议采纳，除非你真的已经困

扰很深，而且也必须在医生的建议下采用。 里面

关于身体、思维、心灵方面的疗愈术还是非常值

得一读的。

我们为什么阅读

□郑渝川

为什么阅读，阅读什么，阅读又有什么用？

我身边一些推广阅读的朋友， 经常被问到这一

连串的问题。很多人按照不甚严格的标准，将阅

读分为功利性阅读和人文阅读。就前者来说，书

本成为知识、常识、经验的重要来源，有助于扩

展人的视野———这是阅读推广常提到的理由。

问题是，功利性阅读常常也会导致“取经者” 陷

入对教条的膜拜，并且，学知识，了解常识和经

验，未必通过书本。

所谓人文阅读， 指的是阅读文学以及与文

学、文艺沾边的艺术、社科和历史图书，功利性较

弱，没有太过直观和显性的功效。 非要说人文阅

读有什么作用的话， 恐怕只能概括为丰富人生，

陶冶自我。 也正因为此，很多人同样认为，通过人

际交往、基于网络及快餐读物等方式，完全可以

替代人文阅读。

不阅读，是一种选择自由，更具体来说，

是在拥有阅读权利和空间前提下进行的一项

消极性的选择。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无论是阅

读还是不阅读，这种选择自由的得来，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曾经失去选择自由的一代人的争

取。 曾几何时，整整一代人都没有选择阅读指

定篇目之外文章和书籍的自由， 更没有拒绝

阅读指定篇目的自由。 在重获这种自由后，很

多人因为工具性、 功利性阅读而找到了成长

成功的途径， 人文阅读则真实地起到了完善

自我的作用。

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定期组织以“阅读丰

富人生” 为主题的读书会活动，邀请各行业领

域的知名人士担当各期嘉宾， 畅谈人生历程，

分享成功者的阅读故事及具体体会，并纵议世

事。 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将读书会活动的嘉宾

发言进行了梳理，汇编为《阅读的版图》一书。

这本书能够直观反映出，阅读对于今天在中国

各行业领域内获得瞩目业绩的成功者起到的

作用，还一一介绍了这些人的阅读方法以及读

后思考提升的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也是一本为成功者

“祛魅” 及“复魅” 的作用：特定的历史机遇、

各自不同的家庭出身和事业起点，塑造了这些

成功者，阅读是他们逐渐形成竞争优势的重要

手段，成功并不偶然。 而这些成功者能够在物

欲横流的时代，保持起码的谦逊和内敛，继续

保持学习精神，继续孜孜不倦的阅读，也提供

了十分宝贵的示范。

任志强、许小年等人分享的阅读故事，很值

得那些轻视阅读、拒绝阅读的年轻人重视。 他们

这一代人曾经没有机会阅读， 再后来获得这方

面机会后，便紧紧地抓住不放，书本给了他们思

考中国现实问题的视角和答案， 使他们意识到

自己的无知和局限。 而在许知远的叙述中，阅读

及建基于此的思考， 是中国人再次启动思维观

念重大变革的基础。“电影巨头” 王中军分别谈

及人文阅读和工具性、 功利性阅读对他个人成

长所起到的作用。 沈南鹏从描写2008年美国金

融危机中投行乱象的图书中， 重新审视金融常

识。 马蔚华坦承阅读带给他创新的灵感，特别是

多本国外引进的图书作品， 对其执掌招商银行

时期的金融创新起到了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俞

敏洪和王怒波都颇具诗意的提及了阅读所塑造

的“企业家的诗心” 。

美元复兴 阵痛还是长痛

□郑鲁

在金融危机过去五年之后，美联储终于启

动量化宽松退出的步伐。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

员会（FOMC）18日公布货币政策声明，宣布

将从明年1月份开始每月缩减量化宽松货币政

策规模100亿美元。 由于美国实体经济部门复

苏日益稳固， 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只是时间问

题，此举并不十分出人意料，但对正处于经济

转型期的中国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还需多角

度探讨。 机械工业出版社刚刚出版的《美元复

兴十年？ or中国痛苦十年？ 》，就是这样一本恰

逢其时的书。

从过去40年的情况看，美国货币政策保持宽

松一般意味着资金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

如上世纪70年代末流向拉美地区，上世纪90年代

流向东亚地区，2000年以后则流向以金砖国家

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 而当美国货币政策转向，

开始进入加息周期后，随着资金逐步从发展中国

家流回美国，多数发展中国家往往会因此爆发金

融危机，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危机、上世纪90

年代的墨西哥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等。

因此，此次美联储等西方主要央行实施和退出量

化宽松政策，也完全有可能重演20世纪70-80年

代的历史。

这也正是本书作者、 中华元智库创办人张庭

宾的主要观点。 2008年10月底，当美国金融危机

爆发，中国“世界工厂” 陷入休克状态时，不少人

悲观惊恐，而张庭宾却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实际是

过度虚拟金融的危机，美国金融业价值向下低估，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的价值向上重估，中美战略天

平第一次向中国倾斜，中国国际地位将显著提高。

因此他建议，借此战略机遇，中国应当进行经济结

构调整，推出创业板大力扶持高新科技、新能源、

环保和循环经济；扶持产业龙头企业；金融业中下

层向民间开放； 建立社会保障体制以扩大内需

……倘若如此，中国经济社会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然而，事实是我们没有利用

这次外部危机的机遇实现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而

是人为刺激延长了经济繁荣， 却为此付出了巨大

代价。

张庭宾指出，目前中国家庭、企业、政府和国

家的财务杠杆———负债率不断提高，如今已经位

居全球前列。 尤其是，中国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

上被高房价所拖累。 他指出，中国房地产周期平

均为18年，目前已到周期末端，楼市泡沫已到破

灭边缘。 一方面，信贷紧缩将严厉打击房地产市

场；另一方面，市场供大于求趋势延续，保障房建

设将冲击商品房市场调控，而房地产企业资金链

紧张。 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中国经济将进入深

度痛苦期。 而与此同时，美国经过痛苦的去杠杆

后，不断再造竞争力，如今已恢复了全球无可争

议的领跑者地位。 假如美元持续升值，将加速资

金向美国回流。

张庭宾也承认，危机其实可以是转机。 要想

实现真正的经济结构调整， 需要繁华虚荣均破

灭，自欺欺人都破产，物质享受的“海市蜃楼” 彻

底幻灭，面对赤裸裸的痛苦现实。

当然，作者的判断也有“危言耸听” 的嫌疑，

中国经济是不是需要来一次“休克疗法” ，笔者

也不敢苟同。 毕竟， 即便中国经济降至7%的水

平，但仍在全球各国中处于领跑地位。而且，当前

中国已经拉开全面改革的大幕，加之城镇化进程

或带来的巨大溢出作用，以及近两年企业、家庭

和政府部门的艰难去杠杆进程，中国经济保持安

全、持续和稳定增长仍是可以期许的。

■ 新书连载

《同业鸦片》

3�久期心魔

下午两点，长信银行资金部会议

还在进行。 刘行长定调，对于外放代

持债券，尽量购回，减少市场喧嚣。 跟

同业搞好关系，回避韩玉的事。 大家

要同心协力渡过难关。 下午两点半，

资金部终于借来200亿元头寸， 成本

超过12%。 市场资金奇缺，资金部停

止借款。

由于老总跳楼，同业机构一起收

缩了长信银行信用额度。 长信银行在

市场已经无法借钱。 而且借钱机构都

在发疯地要钱。 出于无奈，长信银行

只能求助央行。 但是，央行回话要求

长信银行自己解决。

刘行长火冒三丈地大骂：“我们

交了20%的准备金， 央行居然不施援

手，太过分了！ ”

陈明辉气冲冲地走出了资金部，

回到办公室， 抓起红机打到钓鱼台。

“给我接十一号楼首长！ ”

电话通了。 陈明辉愤恨地喊：“如

果发生金融危机，你管不管？现在市场

资金紧张， 媒体像苍蝇一样到处放大

消息。一旦闹出事来，央行会吃不了兜

着走。 到明天12点前，央行不借钱，我

们就公告。 我们向央行交了1500亿存

款准备金，借60亿一天钱，为啥不行？

央行是维持金融稳定的机构。 结构调

整也不能硬来，总需要一个过程。一刻

钟后， 央行不给答复， 我们就硬性透

支，明天向社会公告！ ”

10分钟后，苏局来电话，电话里

说：“陈行长，息怒！ 息怒！ 领导面谕，

明天10点借给你行7天60亿资金，望

你行调整好头寸。 此事不要在外声

张。 ”

电话挂了。 资金部大家松了一口

气。今天一日，长信银行资金部好像走

过人生的一个轮回。

6月6日晚，周喆到中日友好医院

看望韩玉，并且带去了陈明辉的意思，

“陈行说你有条件可以提出来， 行里

一定考虑， 希望你继续干， 一切不

变。 ”

“一切不变？一切都变了。输得太

惨了，心智衰竭，心灰意冷。我老了，真

的很累，想退了。 能量已经消耗殆尽，

我想回老家。 帮我带个信儿谢谢陈

行。 ”

此刻， 韩玉脑子里一直缠绕着一

个久期魔咒。 这是他暴亏20亿的重要

因素之一。再次在久期上栽了跟头，让

韩玉胆怯了。如何补救？理论上几乎无

解。 苦思冥想中，他想起1997年亚洲

金融危机在华尔街的经历， 模模糊糊

有个“V” 字在脑海。他隐隐约约感到

只要严密推理， 应该可以找到一个足

够大的空间，急速调整，战胜和对冲久

期被动局面。

什么是久期？简单说，久期就是债

券价格风险的弹性， 时间越长妖性越

大，利率越波动魅力越妖娆。

思来想去， 韩玉也难判断本次久

期妖魔化藤蔓向何处伸展。 何况央妈

硬断奶！ 意欲何为，一片烟云。

6月7日，浦江银行收到长信银行

60亿资金及隔夜罚息。

下班前， 章志坚看市场利率依然

高企，尚不知是否是端午节的缘由。但

是，其方向是他期待的。他对央妈要断

奶山呼万岁。 他向潘君要了6月30日

前到期资金情况。 哈哈，有988亿资金

到期，太吉祥了。 他心花怒放，眼看巨

大机会到来，自己居然手握千亿资金，

不发财都难。他想，如果说过去资金部

业绩出色都是血拼的结果， 而本次幸

运就是上帝的安排， 就像八路军在平

型关遇到日军辎重队， 就像国足赶上

奥运会。

他激动地大喊：“兄弟姐妹们，端

午节大家尽情去放松， 节后我们要开

始练活儿了。淘金，去捡狗头金。 它们

就在这场利率风暴中， 有一个久期黄

金坑。 ”

■ 新书快递

书名：《阅读的版图》

作者：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书名：《同业鸦片》

作者：顽石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